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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uis mon arrivée au collège des 
Hauts Grillets je découvre une 
nouvelle manière d’aborder mes 

fonctions de Principale. 

Dans ce collège, certaines obliga-
tions et facettes du métier sont 
identiques à celles des autres 
collèges mais l’existence des sec-
tions internationales aux côtés des 
élèves du secteur confère indénia-
blement une originalité et une 

ouverture culturelle au quotidien. 

La langue commune à tous est 
bien le français mais il est fréquent 
d’entendre des conversations dans 
différentes autres langues tant 
avec les élèves qu’avec les adultes 

et je m’en réjouis à chaque fois.  

Et ça m’est égal de ne pas 
toujours comprendre ce qui 
se dit, je fais confiance à 
l’honnêteté des uns et des 
autres. Ainsi, nous nous en-
richissons tous un peu, même 
sans le vouloir, grâce au re-
groupement interculturel qui 

règne dans l’établissement. 

Gérer un collège à sections 
internationales n’est pas aisé 
et le temps qu’il faut y 
consacrer est important. Mais 
parfois, le temps passé  n’est 
pas consacré qu’au travail à 

proprement dit … 

Je découvre avec joie l’inves-
tissement énorme des parents 

des élèves internationaux au 
sein du collège. Ils sont tous 
très investis dans la promo-
tion des sections et ils ne 
manquent pas une occasion 
de faire partager des mo-

ments forts souvent festifs. 

Grâce à l’association des par-
ents de la section chinoise, j’ai 
eu ainsi l’honneur de partici-
per à la soirée de la fête de la 
Lune au mois de septembre 
dernier. Pour moi, ce fut une 
découverte : jusqu’à cette 
année je n’avais pas de con-
naissance des traditions chi-
noises mais depuis, je me 

rattrape ! 

Grand spectacle pour le Nouvel An chinois organisé par l’APESC avec 260 

invités. Un grand remerciement à:  

 

 Mr Bel Lassen, Inspecteur 

Général de chinois 

 Mme Lefèbvre, Inspectrice 

d’Académie 
 Mme Lapouge, Principale du 

Collège des Hauts Grillets 

 Mme Domage, Directrice de 

l’Ecole Jean Moulin 

 Mme Téa, Conseillère 

municipale de Saint Germain en Laye 

 Mme Dupuis, Présidente de 

l’APELI du Lycée International 

 Les professeurs de chinois et de 

français  

. 

qui nous ont honorés de leur 

présence 

Quant à la soirée au collège 
pour la célébration de l’entrée 
dans l’année du serpent, elle 
laissera un grand souvenir dans 

la mémoire des participants.  

Je souhaite pouvoir prendre 
part à d’autres nombreux 
échanges de cette qualité et 
convivialité et je m’estime heu-
reuse et fière d’être la Princi-
pale du collège des Hauts 
Grillets,  à sections internation-

ales. 

中学校长 

Mme A. Lapouge, Principale du 

Collège des Hauts-Grill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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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ENDRIER  

Nov 2012 36 enfants de la 

Section ont participé au concours 

national de chansons chinoises, les 

5ème ont gagné le deuxième prix.  

Dec 2012 Un don de 10 ordi-

nateurs par l’entreprise d’une 

maman de la Section.  Trois parents 

ont investi un jour et demi de 

travail pour les installer.  

Jan 2013  Emérence Sepulchre 

de Solières (CM1) a gagné le 

concours de logo pour la Section, 

parmi les trentaines d’oeuvres  

soumises.  

EVENEMENTS 2013 

1 Mars enfants du CM1 et CM2 

participeront à une soirée de 

partage de la culture chinoise à 

travers leur danse et de la perfor-

mance chanson avec la communau-

té locale de Poissy.  

24 Mai Visite au Musée Guimet 

Le mot de Madame La Principale du Collège des Hauts Grillets 

APESC  
ASSOCIATION DES 

PARENTS D’ELEVES 

DE LA SECTION 

CHINO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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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15日晚，随着Les 

Hauts Grillets中学礼堂大厅里的灯一

盏盏熄灭，St. Germain en Laye中文

国际班主办的蛇年新春联欢晚会终

于圆满地落下了帷幕。晚会上，中

文班的四十余名中小学生用十二个

精彩的节目积极地展现了他们热情

向上的精神面貌。看着他们

尽心尽力地演出，尤其是在

小品环节，我们老师们都打

心眼儿里觉得大家这三个月

来付出的辛苦努力没有白

费。 

在这里，我仅以《白蛇传》

的排练过程为例简单说说。

当初我和沈老师的想法是选

择几位同学来演绎故事的一

个经典片段，没想到在征集

演员的过程中，全班同学都

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参与热

情。为了不让孩子们失望，

我们大胆地决定做出一份能

让全班同学都有角色出演的

剧本。虽说网上的剧本有千

千万万，可不是内容情节过

于离奇，就是角色台词过于

复杂。最后，经过两三周的

反复推敲，我和沈老师终于

成功地把一部现有剧本重新

编写成了语言、情节、动

作、场景都合适咱们五年级

学生的小品。由于角色众

多，剧情自然就有主角配

角，台词多少之分。孩子们

都很努力，就算在全剧中只

有一两句台词，他们一样仔

仔细细，认认真真地朗读、背诵，

揣摩其中的感情。在一次又一次的

排练过程中，这些孩子们边排边思

考，时而和我们一起讨论用什么样

的动作或走位来更好地体现人物个

性，时而又对彼此说台词的口气或

方式互相提意见。 

慢慢地，每个人都融入了自

己的角色：“白蛇”变得更温柔

了；“青蛇”变得更泼辣了；“邻

居大妈”和“孙女儿”又热情又居

家；“许仙”从酷酷的港台明星范

儿变得更有书生气了；“法海”从

一说话就脸红变得沉着阴险，说话

也更有底气了；“小沙弥”还恰到

好处地加了几句台词，戏份虽不多

却精彩地呈现了角色；“天兵”和

“天将”从原来嘻嘻哈哈地玩票到

两人可以统一设计上台、打斗等动作

及走位；“鹤童”和“鹿童”两人把

醉酒、紧张等几个快速变换的场景演

绎得也越来越精彩；就连两位旁白的

朗诵也变得越来越流利，感情也越来

越真挚。 

在道具和服装的准备过程中，

孩子们也变得前所未有的细心。在这

里，我们也要感谢所有热心的家长们

为孩子们准备各式各样听上去稀奇古

怪的道具和古装。有了你们的帮助，

孩子们的小品才得以被完美地呈现。 

可能在专业人士的眼里，初二

年级的《白蛇传》还有些稚嫩。但它

让我们看到了中文国际班孩子们在中

文方面的造诣和潜质，这也为我们日

后如何开展新的中文教学方式开拓了

思路。 

小学、中学朱婧老师 
Mlle Zhu, enseignante du primaire 

et du collège   

新年晚会有感 ... 
 

圣 日耳曼中 文国际 班  

家 长协会新 闻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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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légende du Serpent Bla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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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春晚！几个天真可爱的金童玉

女敲着锣打着鼓，走上台来说个三

句半，不仅像模像样，而且绘声绘

色，声情并茂！台词也是既应情又

应景，让所有懂中文的人不禁开怀

大笑。就算不懂中文的孩子们也看

得津津有味，相信他们看到自己同

班的学中文的同学用中文表演哪怕

是他们看不懂的节目，他们也很高

兴看到了这些同学真实的另一面，

也看懂了他们表演的活灵活现。 

就在我们尽一切努力要孩子们学习

中文的时候，我们把私人中文课，

看中文电影，去中国旅行的各种招

数都算上，我想也没有什么能比用

中文表演节目更让孩子们兴奋的事

了！就好像我们可以送给孩

子 一 个 足 球，甚 至 一 个 球

场，可是我们没法送给他一

个球队，一场比赛。我真是

由衷地感谢Jean Moulin从校

长到老师对中文班的支持，感谢中

文老师绞尽脑汁地趣味教学，感谢

各 位 献 计 献 策，尽 心 尽 力 的 家 长

们。这无疑是送给孩子们的最珍贵

的礼物，将影响孩子们的一生，给

他们的童年留下难忘的甜美记忆。 

 

—CM1/ CE1 家长刘铁燕 

Mme Tieyan Mandil, maman d’

élève CE1/CM1  

Jean Moulin的春节联欢会，毫无疑问

是孩子们最盼望的时刻，就象孩子们

种下了西红柿，天天等他变红，心里

象有只小猫在抓痒。当然这也是家长

们最期待的日子，是我的法国春节里

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尽管两个多月以

来，日安每天在家里反复演练功夫，

以 至 于 小 妹 妹 如 意 都 学 会 了 抱 拳 行

礼，可当我看到一群孩子们穿上大红

的衣服一起舞动的时候，我的眼眶里

还是禁不住涌起了热泪！因为我看到

了我的大宝贝的精彩表演，我看到了

这一群孩子们的认真和骄傲，我看到

了 中 文 班 给 整 个 学 校 带 来 的 精 彩 呈

现！ 

再看孩子们的节目，绝对百分百入选

二月十五号, 中国农历正月初六晚

上, Saint-Germain-en-laye国际中文班

蛇年春节联欢晚会在Hauts Grillets中

学隆重上演。家长、学生、老师、

嘉宾喜气洋洋, 欢聚一堂。晚会在两

位法国女校长：信念（新年）快

乐！共习（恭喜）发财的祝福声中

欢乐开场。 

         黄皮肤、白皮肤、黑皮肤的我

们的孩子们, 身着色彩鲜艳的中国传

统服装, 操着流利的不流利的, 带着

点洋口音土口音的, 让人听懂些许听

不懂的中文, 闪亮登场。合唱、诗朗

诵, 个个神情专注, 童声朗朗。小

品、三句半, 诙谐幽默, 搞笑连连。

健康歌曲, 左三圈右三圈, 脖子扭扭

屁股扭扭，动作夸张，憨态可拘。

中国功夫, 南拳北腿, 虎虎生威, 英姿

飒爽。故事传说, 白蛇青蛇, 轻纱曼

舞, 美仑美奂。我们的超自信的孩子

们啊，让我用怎样的词

汇来称赞你。你怎么能

够可爱到忘了台词观众

没笑场，自己先笑场。

你们的一言一语，一举

一动都荡漾着观众的心

窝，只因了观众是你们

的爹娘。   

         我们的春晚阵容

强大，堪比央视春晚。

家长协会是策划组织的

制片人，老师是多功能

的编剧和导演，有才有

艺的家长负责现场指挥、同声传

译、灯光音响……，其余的家长装

饰会场，打扫现场。人人参与，好

一场热闹非凡的春晚。我们辛勤工

作的老师啊，让我用怎样的语言来

感谢您。我只能说：您比央视春晚

的总导演哈文牛多了。哈文只能躲

在幕后悄悄指挥，而您不但在舞台

旁给小演员加劲一起合唱，还敢走

上舞台呐。您不但敢走上舞台，还

敢手拿话筒放在孩子嘴边，站在那

儿给话筒当支架呢。虽然条件有

限，设备简单，但这是一场属于我

们的春晚。 

         今年是蛇年, 孩子们表演了一

出古装戏《白蛇传》。《白蛇传》

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之一。

说的是千年蛇仙白素贞为答谢公子

许仙的前世救命之恩, 化做一美丽女

子下得凡间与许仙结为夫妻。金山寺老

和尚法海从中作梗, 屡施诡计要拆散这段

美好姻缘。白娘子携同好姐妹青蛇上得

天宮盗取仙草, 后又水漫金山舍身救出夫

君, 共续人间夫妻缘。年少时, 不经事的

我看《白蛇传》很是纠结于许仙的软

弱。像青儿一样, 恨其胆怯, 怒其不争, 

颇为白蛇娘娘的痴情与执着抱

不平。现在人到中年, 经过了

些悲欢恩怨, 聚散离合, 渐渐有

些感悟。常言说：百年修得同

船渡, 千年修得共枕眠。中国

人常说“缘份”两字。茫茫人

海, 滚滚红尘中, 我们彼此要经

过几世的修行,  你成为了我的

丈夫,  我成为了你的妻子。你

成为了我的儿女,    我成为了

你的父母。你成为了我的姐

妹, 我成为了你的兄弟。你成

了我的老师, 我成了你的学

生。你成了我的好邻, 我成了

你的朋友。我们要珍惜这种缘

份哟, 犹如今晚的你我, 一起渡

过这场欢乐的盛宴。 

—CE2 家长王璦玲 

Mme Ailing Wang,-Guan, ma-

man d’élève CE2 

... 新年晚会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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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ée Chine, moments de part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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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的2月15日，位于

巴黎西郊的圣日尔曼市 L e s 

Hauts Grillets中学中文国际班

的师生迎了不同寻常的一天：这

一天不仅正值全球华人欢度新春

佳 节 之 际 ， 学 校 一 年 一 度

的 “中国日”活动也

在 如 火 如 荼 地 进 行

着。 

在具有国际班办学传

统的 L e s  H a u t s 

Grillets中学，中文

国际班无疑是最年轻

最新鲜的一张面孔：

我们的加入虽然只有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

但在师生和家长的共

同努力下，中国班很

快融入了学校的国际

氛围中，在一年一度

的“德国日”、“英

国 日 ” 、 “ 意 大 利

日”和“波兰日”之

外 ， 我 们 的 “ 中 国

日”也以其活泼多样

的形式和丰富的历史

文化内涵成为学校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学校的热情支持和

鼓励下，“中国日”

活动早早拉开序幕：2

月 1 2日星期二一清

早，中国班的孩子就

在几位热心妈妈的带

领下，用有中国特色的装饰品布

置学校食堂。2月13日星期三下

午，中国班有书画才能的妈妈梅

和美娟，在学校举办中国书画讲

座，学生们怀着浓厚的兴趣学习

和了解了中国书法和水墨画的知

识。2月14日，也是西方的情人

节，学校食堂浪漫地为学生准备

了富有异国情调的亚洲餐；2月

15日，“中国日”活动迎来高

潮：中国餐、点心义卖、春节联

欢会，一整天的时间，学校都沉

浸在浓浓的中国情结和节日的欢

乐气氛中。远在千里之外的法国

孩子通过节日的形式了解了我们

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

取向，分享了我们温馨和谐的精

神家园，这正是“深处异乡有人

知，东风西渐春满园”。  

身在海外，我们的春节

也许没有满汉全席的奢华，也没

有麻将桌上的热闹，甚至那个让

我们永远无法释怀的合家团圆的

心愿，可能都无法实现。可是眼

前孩子们欢乐兴奋的尖叫，让我

感到振奋和激动。不能说孩子们

天真灿烂的笑脸彻底消解了我们

的乡愁吧，却分明让我看到了今

晚的星空是那样的明澈无瑕，法

兰西的凛冽冬夜也变得温暖而美

好。我想春天，是要到了吧？ 

                                                                   

5ème 家长王春 

Mme Chun Braun, maman d’élève 

5ème 

 

东风西渐，春满校园 

——记圣日尔曼市les Hauts Grillets中学“中国日”

Saynète comique San Ju 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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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cutions de Mme Lapouge 

et de Mme Domage 

Démonstration de Gong Fu 

Allocution de Mr Bel Lassen, In-

specteur Général de Chinois 

 
Les collègiens mettent en 
scène le conte ‘le lettré et 

son fils’ 

Nos danseuses talentueuses 

Saynète comique San Ju Ban 

小
品
“
阿
凡
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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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eur Chen est comblé par la carte de vœux et de 

remerciements de ses élèves 

Ateliers de peinture chinois avec les élèves, Journée de la Chine 

à l’école Jean Moulin  

Les artistes du Lycée International nous rejoignent avec un saynète en Chi-

nois 

Conférence sur la Chine, par Mr Philippe 

Ollendorff 

Les artistes saluent l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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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   越 

每个人都有懒惰的细胞。比如说

写天气。当一个学生说了“今天天气不

太好”时，你就会发现它像传染病一样

出现在了很多的本子上。要鉴定它是否

是主动传染的话，很简单，看一看每一

篇的最后一句话，凡是写“我很喜欢今

天的天气”的，就是确诊患者。 

这一天，老师发现了三名患者。

于是，要求各自修改。一会儿，三个人

都改了回来。第一个人痊愈了——“我

很不喜欢今天的天气”。第二个人改的

像日语“我大喜欢今天的天气”，还是

最后一个厉害——“我很喜欢明天的天

气”，直接穿越了。。。 

我是一个可爱的圈圈 

课堂上，老师要学生写自我介

 

绍。有学生举手问老师：“老师，我不

会写“岁”字。”老师对大家说：“同

学们，遇到不会写的字，先空出来，一

会儿老师来教你写，听明白了吗？”一

众小脑袋点得像小鸡吃米。 

一 会 儿，爱 天 举 手 了 ：“老

师，我写完了。” 

老师：有不会写的字吗？ 

爱天：有，我空出来了。 

老师高兴的说：真不错，我看

看。嗯。。。大家好，我叫爱天，我是

一个可爱的圈圈。。。。。。 

老师问：爱天，你画的这圈圈

是什么意思？ 

爱 天 ： 我 不 会 写 男

孩。。。。。。 

从此，爱天又有了新名字——

圈圈。 

Deuxième Prix des six élèves de 5ème 

Concours national de chansons chinoises Novembre 2012 

Organisé par l’Ambassade de Chine 

Participer au concours de chansons chinoises est une expérience à 
la fois motivante et excitante pour nous. En effet, la Sec-

tion Chinoise de Saint Ger-
main en Laye existe seulement 
depuis septembre 2011 et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e nos 
enfants participent à un évène-
ment aussi important. Malgré 
un délai de préparation relati-
vement court entre le choix 
des chansons, les répétitions, 
l’enregistrement, la production 

中文班课堂搞笑篇— 陈凯老师 

Histoires drôles des enfants de la Section, Mr CHEN Kai 

三支铅笔 

老师给小班的学生提要求：每个人

每节课都要准备两支铅笔。 

第二节课一上课，老师就大声宣

布：“把两支铅笔放在桌子上！”小家伙

们手忙脚乱的摆放着铅笔。这时候，小玉

一边高高的举手，一边大声地说：“我有

三支铅笔！” 

老师一听，很高兴，当众表扬道：

“还是小玉最乖！” 

上课到中途，该写字了，老师发口

令“拿铅笔，”大家异口同声的回答：

“已经拿好了。” 

这时候，只看见小玉手足无措的一

番犹豫，然后，又举手问：“老师，我该

用哪一只？” 

老师…… 

 

du film et la traduction des paroles, ce sont finalement 36 enfants de 
la Section Chinoise, 2 professeurs de chinois, la Directrice de l’Ecole 
Jean Moulin et la Principale du Collège des Hauts Grillets, et une 
dizaine de parents 
d’élèves qui se sont 
mobilisés. Grace à ce 
concours,  nous avons 
tous vécu des moments 
émouvants de solidarité 
et de travail d’équipe 
avec l’envie de réussir 

ensemble ce challenge. 

学生园地 

郝纪元 Victor Hao, CM1  嘉明 Jiaming Camuseau, CE2  Dimitri Leroux, C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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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园地 

 

Présidente 

XU Liwen: xliwen@9online.fr 

Vice Présidente 

CHAN Myra: myrachanhk@gmail.com 

Trésorière  

REYNAUD Danielle: d.hui@laposte.net 

Secrétaire générale 

Responsables études 

Collège:  

WANG Chun: wangchun@free.fr 

Primaire:  

LIU Geli: liu.geli@yahoo.fr 

Membres 

JARET LEDERF Céline : c.lederf@free.fr 

NGANDU Frédérique :  

Frederique_ngandu@hotmail.com 

 

http://www.ec-moulin-st-germain.ac-

versailles.fr 

 

http://www.clg-hautsgrillets-st-germain-

laye.ac-versailles.fr 

Jérôme Hui, 5ème 

李璐 Claire Li-Schall, 5ème 

APESC  
ASSOCIATION DES 

PARENTS D’ELEVES DE 

LA SECTION CHINOISE 


